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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本会定于本月25日（星期日）上

午8：30，在武进区横山桥白龙观隆

重举行孔子诞辰2567周年祭祀活

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宣传儒家思

想”，诚请常州地区孔子后人及社会

人士，前来参加祭祀活动。

联系电话：

孔尧清13706120980

孔达文13906110067

特此通告

常州孔子思想研究会

常州孔子后裔联谊会

二○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公 告
近期，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执行款集中清

理工作的通知》针对2015年12月31日前已经收取尚未发
放的执行案款，开展集中清理活动。在此过程中，本院发现
部分案件申请执行人无法查找，相关案款无法落实发放。
现公告相关申请执行人，于2016年9月30日前与本院联系
并领取相关案款（联系人：李法官，联系电话：0519-
85359670），逾期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名单如下：（2006）天
再执字第99号：王怀德（身份证号码32040437****089）；
（2008）天 执 字 第 1441 号 ：徐 文 华（身 份 证 号 码
3204211962*****114）；（2008）天执字第185号：胡修（身
份证号码3101091948*****432）；（2008）天执字第983号：
刘进荣（身份证号码3204211954*****613）；（2015）天执字
第 281 号：吴鉴诚（身份证号码 4405821981*****811）；
（2008）天执字第837号：常州市常工院科技实业总公司；
（2012）天复执字第80号：常州美和服装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二○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近年来，电信诈骗屡禁不止。为切实保障用户财产安全，
常州移动化身信息安全卫士，为市民打造防电信诈骗的“安全
盾牌”。

“猎狐行动”缔造“绿色网络”
自2015年下旬开展“猎狐行动”以来，常州移动一直紧密

配合公安部门，充分利用后台信令分析技术，结合现场终端
侦测，加强伪基站诈骗打击力度，努力为市民打造“绿色网
络”。截至目前，常州移动已协同当地公安成功侦破伪基站
诈骗案件15起，缴获第一代“纯2G”模式伪基站设备14台、

“2/4G”模式伪基站1台。此外，常州移动严格施行实名制，
保障用户信息安全。截至目前，常州移动用户实名制办理率
达96.6%。

重拳出击提高防范意识
在加强网络侧安全防范的同时，常州移动还注重对市民

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引导。近期开学季，学校成了电信诈骗
重灾区。为尽可能保护师生、家长免受电信诈骗侵害，常州移

动专门印制了宣传单页，在迎新现场科普电信诈骗防范知识，
提高师生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在暑假高校招生诈骗频发
期，常州移动还联合洛阳高级中学，在高考志愿填报说明宣贯
会上，加开了一场防范招生诈骗的培训，为在场的250多位家
长和学生发放了防范招生诈骗的宣传资料，并就招生诈骗的
类型以及防范招数等进行了培训。此外，常州移动还借助“天
天乐”演出平台，在活动现场通过真实案例，向居民讲解电信
诈骗伎俩及应对举措；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常州移动在武进
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组举办的科普集市设立服务台席，编制
十二句防范口诀，发放宣传单页，为前来咨询的群众详细讲解
各类电信诈骗典型案例，普及防范知识。

常州移动提醒广大群众，当前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伪基站
不仅模拟手机号码、商户号码，甚至模拟10086、银行号码等，
发送各类诈骗信息，且伪基站形式也逐渐从“固定”转为“流
动”，广大市民还需谨慎点开含网站链接的短信，保护好个人
的财产安全。

常州移动打造防范电信诈骗“安全盾牌”

为确保学习教育全覆盖，新晨社区
党支部针对社区党员来源广泛、分布不
太集中的实际情况，创新开设“四大课
堂”，让社区党员在“理论课堂”系统学，
在“红色课堂”深入学，在“空中课堂”广
泛学，在“实践课堂”强化学，推动社区党
员全员参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以“理论课堂”挖难点、解难题，打牢
学习根基。社区党支部结合“三会一课”
等制度，通过集中培训、个人自学、座谈

交流等方式深化学习教育，尤其注重把
提升党员自身政治理论水平和解决群众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学习教育的
重点事项来抓，着力提升党员开展群众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截至目前，社区共
开展支部、党小组集中学习 52 次，讲党
课 28 次，组织开展“新时期共产党员思
想行为规范”等大讨论 42 次，参与党员
达1500人次。

以“红色课堂”追忆红色精神，强化
党性修养。开展“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
党誓词”“聆听红色故事、追寻红色记忆”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传播红军精神”系
列“新晨微讲堂”活动 30 余场，并举办

“红色讲堂”，邀请老党员讲革命故事，谈

红色记忆。在“乐陶书屋”开展红色故事
赏析活动和“重温红色历史、感受红色
文化”主题征文活动，用喜闻乐见的形
式，让基层党员，尤其是年轻党员再次接
受党性洗礼，坚定理想信念。

以“空中课堂”搭建活动平台，完善
学习机制。为解决社区党员居住过于分
散、流动较为频繁、教育管理相对滞后的
三大普遍性问题，建立了党员“空中活动
室”，通过微信公众号、党员学习交流微
信群、QQ 群，及时将“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的学习内容、上级出台的各项政策新
规、时事新闻、本地热点等传递给党员，
并定期交流心得体会，增强了社区党组
织的凝聚力。

以“实践课堂”转化学习成果，推进
党员志愿服务。针对一些老、弱、病、残
和长期外出务工党员，通过“一对一”“一
对多”等形式结成帮学对子，落实帮学责
任人，以送学上门、网络传学等多种渠道
提供帮助，使全社区党员都能参与到学
习教育中，真正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为推动党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行动，我们结合“582 基层党组织建
设”和“党员义工 365”活动，安排党员干
部深入基层，以参与文明创建、参与“送
温暖”、参与维护稳定为主要任务，重点
做好宣传教育、环境保护、志愿服务，切
实帮助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受到了社区
群众的广泛好评。

新北区薛家镇新晨社区党支部书记 盛亚东

“四大课堂”推动真学真做求实效

本报讯 9 月 17 日，2016 年金
坛区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笔试结
束。此次共有 2137 名考生参加笔

试，竞争 76 个职位，招考比例达到
28∶1。

今年金坛区事业单位招聘工作
人员考生总数比去
年多了 598 人，其
中硕士研究生报名
137 人，本科 1892
人 ，大 专 108 人 。
对此，该区充分利
用人社局网站、考
场提示等渠道，及
时向考生公布考点
安排、公交路线和
考试纪律，加大遵
纪守法、文明参考
的宣传力度，为考
试营造良好的社会
舆论氛围。整个笔
试过程中，未发现
任 何 违 规 违 纪 事
件。 （赵鹤茂

谢俊杰
汤敖齐）

金坛区事业单位招考

常州地税局五分局的张谊，用大爱，
诠释着生活的真谛；用至孝，显示着超越
平凡的勇气。

2007年12月18日，张谊的母亲被化
验出癌症晚期。作为长女，一夜之间从娇
滴滴的女儿转变为家里的顶梁柱，她义不
容辞地肩负起照顾妈妈的重任，为爸爸和
妹妹撑起希望。6年间，她悉心照料母亲，
自学按摩手法，每天为老人按摩、舒缓疼
痛，把医生断言的6个月生命延长为6年。

2010 年 2 月，和张谊共同生活了近
20 年的婆婆，也被诊断出肺癌晚期，直
到 2011 年 7 月病痛折磨得婆婆不能走
路、难以发声、吞咽食物都很吃力，她像
照顾闺女一样，坐在婆婆床边哼着儿歌
哄老人家睡觉。每天，“单位、娘家、婆
家”三点一线的工作节奏，把张谊忙得像
陀螺，在婆婆生命的最后1个月里，她给
予了最精心、最细致的照顾，把医生口中
只有 3 个月的生命延长到了 1 年半，用
行动证明亲情和爱可以延续生命！

而张谊的丈夫是一名警察，整天忙
碌在刑侦勘查第一线。为了照顾好家
人，不管多累、多苦，事事都由张谊一个
人扛着。在她身上，看到了好女儿、好媳
妇、好妻子、好妈妈、好税干的影子，她完
美诠释了一个外柔内刚、孝老爱亲的“最
美地税人”形象，用大爱撑起了两个家。

图为张谊和父亲、公公在一起。
恽丹 杭芸 秋冰 文/摄

一个女人撑起两个家

寻找最美家庭寻找最美家庭
市妇联热线：85683822

基础在学基础在学 关键在做关键在做
支部书记谈支部书记谈““两学一做两学一做””

本报讯 接相关部门通知，松
涛路将实施全封闭施工。20 日起，
公交对涉及的96路进行临时调整。

96 路：由白荡河公交中心站始
发，按原线行驶至中吴大道松涛路
路口后，调整行驶中吴大道、丁香
路至桂花路路口后恢复原行驶线
路。临时撤销松涛路（中吴大道-
桂花路）、桂花路（松涛路-丁香

路）行驶路段，同步撤销“松涛路中
吴大道、松涛路童子河西路、松涛
路紫薇路、松涛路桂花路、桂花路
枫林路”双向停靠站，调整行驶路
段增设“唐门汀桥、北港南、童子河
桥”双向停靠站。

临时调整期间服务时间、投放
车辆、票制票价均保持不变。

（宋婧 何鹏）

松涛路封闭施工
96路临时调整

本报讯 18 日下午，由市文
联、市诗词协会（常州舣舟诗社）共
同主办的第四届“舣舟杯”全国传统
诗词大赛在市文联颁奖。这是今年

“文化 100”系列活动之一。副市长
方国强出席活动。

大赛历时 7 个月，收到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 992 位作者 2969
篇作品。经组委会三轮次评选，共

评出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3 名、二等
奖 6 名、三等奖 10 名和佳作奖 20
名，以及若干入选作品。

主办方将本届获奖、入选诗词与
前三届“舣舟杯”诗词大赛获奖作品
一起结集出版，还将于10月举办诗
词创作研讨会、部分获奖作品吟诵点
评会，并邀请书法家书写获奖作品并
举办诗书合璧展。（陈荣春 蒋小萍）

第四届“舣舟杯”

全国传统诗词大赛颁奖

主讲人：苏慎，高级经济师，中国
姓氏文化研究会理事，江苏理工学院
研究员，常州市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
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在报刊上发表姓氏研究文章百
余篇，编辑有《续修毗邻苏氏宗谱》

《苏东坡与常州》《常州姓氏》《兰陵萧
氏源流述略》等著作，收藏整理江南
地区60多个姓氏谱牒资料80余种。

本期讲座，将从常州姓氏源流、
姓氏故事、姓氏与地名、姓氏与望

族、姓氏与家谱、姓氏与名人等方
面，全面讲解常州姓氏的那些事儿。

时间：9月24日（周六）下午2:00
地点：图书馆5楼多功能厅
取票地点：1、常州市图书馆门

卫（联系电话：88104468）
2、常州大剧院售票处（联系电

话：85226666）
网络订票：可通过“青果巷部

落”微信公众号网上订票
取票时间：9月20日（星期三）

龙城讲坛·人文常州系列讲座2016年
第十讲（总第311讲）

常州姓氏趣谈


